
2019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类）模拟赛第一轮成绩
参赛编号 姓名 来自学校 报名类别 总分 奖项

1276 樊杜泽 南京农业大学 非数学类 84 一等奖
1616 汪忆 河海大学 非数学类 80 一等奖
1628 曹汉清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非数学类 76 一等奖
1298 刘皓文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非数学类 74 一等奖
1587 冯什 山东财经大学 非数学类 73 二等奖
1591 申玉鹏 华东交通大学 非数学类 71 二等奖
1642 杨艳 大连海事大学 非数学类 68 二等奖
1629 曾紫砚 上海财经大学 非数学类 67 二等奖
1463 胡平 武汉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66 二等奖
1175 刘文瑄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非数学类 64 二等奖
1469 许志斌 厦门大学 非数学类 64 二等奖
1397 魏琉琼 南京农业大学 非数学类 63 二等奖
1036 于晓明 石家庄铁道大学 非数学类 59 三等奖
1385 殷永超 西北工业大学 非数学类 58 三等奖
1449 张世杰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非数学类 58 三等奖
1524 乔迎迎 大连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58 三等奖
1075 奚哲勖 厦门大学 非数学类 57 三等奖
1598 梁安 宁夏大学 非数学类 57 三等奖
1599 贾静 宁夏大学 非数学类 57 三等奖
1636 郭嘉兴 南京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56 三等奖
1467 刘海洋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非数学类 54 三等奖
1094 韩宜池 大连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53 三等奖
1425 张亚鹏 重庆邮电大学 非数学类 48 三等奖
1569 孔文婷 内蒙古农业大学 非数学类 48 三等奖
1634 俞晓慧 蚌埠学院 非数学类 48 三等奖
1410 王思源 电子科技大学 非数学类 46 三等奖
1566 李昭华 青岛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46 三等奖
1105 孙超月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非数学类 44 三等奖
1630 林海洋 齐齐哈尔大学 非数学类 44 三等奖
1278 郭佳玲 南昌大学 非数学类 43 三等奖
1424 董江林 重庆邮电大学 非数学类 43 三等奖
1289 鲍禹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非数学类 42 三等奖
1570 刘林林 青岛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42 三等奖
1600 郝丙森 兰州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42 三等奖
1633 余英健 南昌大学 非数学类 42 三等奖
1244 王科选 南昌大学 非数学类 41 成功参赛奖
1571 胡盼 青岛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41 成功参赛奖
1604 杨晨 内蒙古科技大学 非数学类 41 成功参赛奖
1665 傅玉洁 南京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41 成功参赛奖
1288 罗思聪 华南师范大学 非数学类 40 成功参赛奖
1613 韩青妍 齐齐哈尔大学 非数学类 40 成功参赛奖
1506 唐丽 合肥学院 非数学类 39 成功参赛奖
1577 肖鹏 合肥学院 非数学类 37 成功参赛奖
1084 王海培 沈阳建筑大学 非数学类 34 成功参赛奖
1437 张丹丹 山东科技大学 非数学类 34 成功参赛奖
1522 王启其 合肥学院 非数学类 33 成功参赛奖
1523 杨静 南京邮电大学 非数学类 32 成功参赛奖
1643 刘建国 合肥学院 非数学类 32 成功参赛奖



1670 余志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非数学类 32 成功参赛奖
1622 罗思庞 韩山师范学院 非数学类 31 成功参赛奖
1103 张家瑞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非数学类 29 成功参赛奖
1379 韩玉龙 河北工业大学 非数学类 28 成功参赛奖
1515 安耔源 山东大学 非数学类 28 成功参赛奖
1153 靳一鸣 燕山大学 非数学类 27 成功参赛奖
1507 李晓宁 合肥学院 非数学类 26 成功参赛奖
1544 廖毅炼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非数学类 25 成功参赛奖
1452 周丹玥 中央财经大学 非数学类 24 成功参赛奖
1163 冉德志 山东科技大学 非数学类 23 成功参赛奖
1558 刘坤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 非数学类 21 成功参赛奖
1645 张忠辉 成都工业学院 非数学类 21 成功参赛奖
1646 陈津志 四川农业大学 非数学类 21 成功参赛奖
1652 江亦晗 中山大学 非数学类 20 成功参赛奖
1549 马玉寅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非数学类 19 成功参赛奖
1179 江淏淼 长春工业大学 非数学类 18 成功参赛奖
1513 李海峰 青岛大学 非数学类 17 成功参赛奖
1525 路镇铭 河北科技大学 非数学类 17 成功参赛奖
1402 刘中琦 上海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16 成功参赛奖
1461 查雯浩 上海建桥学院 非数学类 16 成功参赛奖
1592 李晓阳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非数学类 16 成功参赛奖
1444 黄荣樟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非数学类 15 成功参赛奖
1390 张琮熙 武汉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14 成功参赛奖
1607 李世政 上海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13 成功参赛奖
1653 李欣茹 青岛大学 非数学类 11 成功参赛奖
1219 王亚蒙 中国矿业大学 非数学类 6 成功参赛奖
1312 黄杏 中国矿业大学 非数学类 6 成功参赛奖
1504 王雪丽 合肥学院 非数学类 6 成功参赛奖
1151 杜祥波 兰州理工大学 非数学类 5 成功参赛奖
1606 徐照港 河南大学 非数学类 5 成功参赛奖
1015 逯心悦 吉林师范大学 非数学类 1 成功参赛奖
1191 徐* 非数学类 0
1392 储*琦 非数学类 0
1472 汪*林 非数学类 0


